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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包括

监测车、远程信号传输模块、工控机、车内显示

器，在监测车车顶上设有道路环境监测模块，其

包括主控电路、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颗粒物监

测传感器、VOC监测传感器、温湿度监测传感器、

噪声监测传感器；各监测传感器的输出端与主控

电路相连；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的输出通过网线

与工控机相连；工控机的输出分别与车内显示

器、远程信号传输模块相连；远程信号传输模块

发出的无线信号发送至远处的远程监控系统接

收，这样的设计，能实时在线监测、分析道路环境

污染情况，提供道路环境综合信息评判标准及输

出道路环境污染等级，最大化解决道路环境评价

及检测困难的问题，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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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包含监测车（1）、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工控机（5）、车内

显示器（6），其特征在于：在监测车（1）车顶上设有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道路环境监测模

块（2）包括主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

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其中，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

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的输出端与主控电路（26）

的输入相连，主控电路（26）的输出与工控机（5）相连；所述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的输出

通过网线与工控机（5）相连；工控机（5）的输出分别与车内显示器（6）、远程信号传输模块

（4）相连；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发出的无线信号发送至远处的远程监控系统（7）接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监测车，其特征在于：监测车（1）车顶上还设有车载可伸缩云

台（3），其包括有云台主支架（31）、伸缩支架（32）、防护罩；云台主支架（31）可放置于车顶，

所述伸缩支架（32）与云台主支架（31）相连；所述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的各监测传感器、主

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分别固定在云台主支架（31）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监测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壳体上设有

为各监测传感器表面提供空气流通的进气口和出气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监测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采用激光散

色监测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监测车，其特征在于：所述VOC监测传感器（23）采用特殊基底材

料的电化学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监测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电路（26）通过接插件与大块垃

圾监测摄像头（21）、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

噪声监测传感器（25）信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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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路面环境实时监测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

测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道路路面上存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道路周边绿化带植物

所带来的季节性落叶等各种垃圾；道路环境中存在着汽车尾气排放的大量污染物、车辆轮

胎与路面摩擦产生的颗粒物、工农业生产中煤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污染物等。道路环境中存

在的这些污染物，不仅影响着空气质量，而且严重危害人民的生活及身体健康。

[0003]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政、环保等执法部门对道路清洁状况及环境清洁程度的监测

要求越来越严，而对于道路清洁状况及道路环境清洁程度的监测主要依赖于人工进行，不

仅监测效率低下，而且监测过程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道路清洁及环境清洁的评价结果；急

需一种实时、可靠、快捷、客观的监测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能够

实时监测道路清洁状况及道路环境清洁程度，解决路面污染物中的大块生活垃圾、颗粒物、

VOC等监测问题，同时解决路面清洁程度预警，道路破损、结冰等信息监测。监测过程中实时

查看监测信息，及时上传监测结果，为市政、环保等执法部门提供直接、客观的道路清洁状

况及环境清洁程度数据，解决目前人工道路监测的效率低下、成本高、监测过程存在人为遗

漏等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包含监测

车1、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工控机5、车内显示器6，其特征在于：在监测车1车顶上设有道路

环境监测模块2，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包括主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颗粒物监测

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其中，颗粒物监测

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的输出端与主控电

路26的输入相连，主控电路26的输出与工控机5相连；所述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的输出通

过网线与工控机5相连；工控机5的输出分别与车内显示器6、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相连；远程

信号传输模块4发出的4G信号或无线信号发送至远处的远程监控系统7接收。

[0006] 进一步地，监测车1车顶上还设有车载可伸缩云台3，其包括有云台主支架31、伸缩

支架32、防护罩；云台主支架31可放置于车顶，所述伸缩支架32与云台主支架31相连；所述

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的各监测传感器、主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分别固定在云台

主支架31上。

[0007] 所述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壳体上设有为各监测传感器表面提供空气流通的进气口

和出气口。

[0008] 所述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采用激光散色监测传感器。所述VOC监测传感器23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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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基底材料的电化学传感器。所述主控电路26通过接插件与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颗

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信号连接。

[0009] 此外，所述监测车采用环保无污染的锂电池作为驱动电源和为道路环境监测模

块、车载可伸缩云台、远程信号传输模块、工控机、车内显示器提供电源，工控机、显示器、无

线传输模块均放置在监测车内。道路环境监测模块的各监测传感器，包括但不限于：颗粒物

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所述各监测传

感器以及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最好布置在监测车车顶前端，检测、监测路面及路面环境中

的污染物。  所述车载可伸缩云台安装在监测车前端位置，在车顶或天窗部位伸出车顶外部

工作，工作完成，收回车内。

[0010]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1] 1.解决了传统道路环境综合检测人工效率低、成本高、避免人工监测的主观误差，

解决监测部门人手不足的问题，可以获得常规监测方法不易获得的便利，大大简化路面环

境监测的过程及方法。

[0012] 2.可实现路面环境综合实时监测，简化路面环境综合监测的难题。

[0013] 3.可实现监测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客观获得监测道路环境综合监测数据；监测车

可适用于城市道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等多种区域。

[0014] 4.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均采用成熟技术，监测内容相互独立，系统整体集成度

高，监测准确、可靠；设备运行稳定。

[0015] 5、可应用于道路清洁状况及道路环境清洁程度监测，解决市政、环保等执法部门

对道路环境综合监测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控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道路环境监测模块与云台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监测车的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20]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道路环境综合监测车，包括具备常规汽车功能

的监测车1、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车载可伸缩云台3、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工控机5、车内显

示器6、远程监控系统7。

[0021] 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包括主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以及各监测传感器，

所述各监测传感器包括但不限于：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

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所述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

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的输出与主控电路26的输入相连；主控电路26的输出与工控机5相

连；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的输出通过网线与工控机5相连；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布置在监

测车1车顶前端，监测路面及路面环境中的污染物；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工控机5、车内显示

器6放置在车内，用于将监测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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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车载可伸缩云台3包括云台主支架31、伸缩支架32和防护罩。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

的各监测传感器、主控电路26、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均与云台主支架31连接；云台主支架

31可放置连接在车顶；伸缩支架32与云台主支架31相连；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与工控机5相

连；车内显示器6与工控机5相连；远程监控系统7通过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发出的4G信号或

无线信号的方式与工控机数据传输连接。

[0023] 监测车1采用环保无污染的锂电池作为驱动电源和为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车载可

伸缩云台3、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工控机5、车内显示器6提供电源。

[0024] 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壳体上设有具备防雨功能的一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在监

测车工作时为道路环境监测模块2的各监测传感器表面提供空气流通，及时监测路面环境

中的空气质量状况、环境清洁状况。

[0025] 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采用激光散色传感器，有效监测路面环境中颗粒物的含量；

VOC监测传感器23采用特殊基底材料的电化学传感器。

[0026] 主控电路26通过接插件与大块垃圾监测摄像头21、颗粒物监测传感器22、VOC监测

传感器23、温湿度监测传感器24、噪声监测传感器25连接，主控电路26是常规、公知的控制

电路。

[0027] 如图3所示，车载可伸缩云台3安装在监测车1顶部前端位置，在车顶天窗部位伸出

车顶外部工作，工作完成，收回车内；所述车载可伸缩云台3的伸缩支架32使用监测车1提供

的电力进行驱动。远程信号传输模块4使用4G信号或无线信号传输的方式将工控机5信息传

输至远程监控系统7，远程监控系统7可远程实时查看监测车1所监测的信息，并提供反馈信

息。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凡是属于本发明原理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

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若干改进，均应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6092206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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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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